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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REPORT 
活動組報告 
2013-2014 

 

設計與科技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個人化盒子設計比賽 S3 77 AS/NM/MF 9/2013-5/2013 大部份學生十分投入電腦輔助設計活動，他們對立體打印技術及自己的

製成品都感到很雀躍，所有參賽作品於開放週中由校長和副校長評審。 
2 參觀全環控水耕研發中心 中五(19) 8/10/2013 學生對蔬菜統營署的簡報反應理想，在參觀農藥檢測實驗室和全環控水

耕研發中心更見積極投入，主動發問，筆錄資料，影相記錄見聞，更有

學生應用是次參觀完成校本評核課業。 
3 創意雙週: 個人化盒子、

太陽能模型船和橋樑優秀

作品展 

全校學生 5/11/2013- 
18/11/2013 

學生對展板、製作過程和各參賽模型反應良好，並對展示的太陽能船和

立體打印模型很感興趣。 

4 第十屆聯校模型滑翔機飛

行大賽 
139 位來自 49 間中學

不同級別的學生 
18/12/2013 學生投入比賽，表現認真，大部份參賽作品都極有特色，其中創意造型

作品更是出色，校長和副校長更特別加設雙亞軍和雙季軍。 
5 橋樑荷重大賽 

 

中三(150) 12/2013- 
3/2014 

學生投入比賽，橋樑荷重表現出色，部份橋樑能承重逾五十四公斤。 

6 初中學生習作比賽 
 

中一至中三設計與科

技科學生 
1/2014 學生參賽作品富創意，造工認真，大部份參賽作品都有優良表現，其中

六足機械昆蟲的造型和包含的科技元素特別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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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7 設計與應用科技學能測驗 64名來自DH, KT, MF, 
TW 的中三學生 

10,11,15/4/2014 考取 50 分或以上的學生 13 人，而考取 49 分或以上的學生有 16 人，本

年決定以 49 分為取錄界線，共取錄 16 人。 
8 太陽能模型船工作坊 53 間中小學共 454 名

學生 
23-25/6/2014 學生十分投入理論和答問環節，其中小學組的提問極踴躍，結果要推遲

工作坊到下午舉行。大部份小學生在工作坊內完成整艘模型船的製作，

部份中學生則認為模型船設計屬機密，選擇把半製成品帶回學校完成。 
9 「陽」帆之旅--太陽能模

型船創作大賽-2014 
 3-4/7/2014 創意造型的參賽作品明顯較過去兩屆優勝。中小學的比賽成績理想，學

生不分年齡均投入比賽，比賽完結後許多學生留戀不走，三五成群的在

不同位置拍照留念。 
10 「SolidWorks 3D 設計比

賽 2014」工作坊 
17 名來自中學及大專

院校的學生 
22/7/2014 

 
多名報名的中學生缺席，不過大專學生的出席率和投入程度都較高，他

們亦就電腦輔助設計技術和渲染技巧等課題積極發問。出席學生認為工

作坊對 SolidWorks 3D 設計比賽 2014 有幫助。 
11 「SolidWorks 3D 設計比

賽 2014」 
1 名 DAT 學生 23/8/2014 KT 學生利用額外兩天回中心完成參賽作品。 

12 中五｢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補課 
S5 13 名 DAT 學生 23-31/7/2014

下午 
除 7 月 24 日有 8 位學生出席外，其餘時間只有 1 至 5 位學生出席。補

課成效不大，開課後仍要重新教授 SolidWorks，校本評核課業進度亦不

理想。 
13 中一 JTE 迎新講座（中文

及英文各一場） 
20 名華語及百多名非

華語 S1 DH 學生 
15/8/2014 20 名華語學生安靜細心聆聽李淑儀老師和黎耀強老師的講解。百多名

非華語學生雖偶有傾談，但仍能留心老師對課程的簡介和中心對學生的

紀律要求。 
14 中一 DT 迎新講座 S1 SJ 22/8/2014 全體中一新生十分投入蔡廸迦老師對課程的講解，成功引發學生的關

注，對學生選擇本年是否修讀設計與科技科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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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與生活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La Semaine du Goût-味覺之週

2013 
60 10/2013 法籍總廚分享了很多專業知識，同學反應熱烈。此項活動可令同學對食

材的多樣性、食品的生產方法、以及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飲食方式有更

深刻的體會。 
2 「佛教志蓮中學」教學交流  

主題：素食餐膳 
24 11/2013 同學們除加深對素食烹調的認識外，更能從中培養與人溝通及尊重他人

的能力。 
3 「朱古力心太軟蛋糕」工作坊 12 11/2013 同學們均積極投入活動，用心製作蛋糕。 
4 參觀「他 Fashion 傳奇 Eddie 

Lau，她 Image 百變劉培基」服

裝展覽 

45 12/2013 同學對時裝設計的認識增加，並對 70-80 年代的香港精神和時尚有更深

入的了解。 

5 「立體聖誕樹曲奇」親子工作

坊 
18 12/2013 氣氛很好，家人互相合作，能促進親子關係之餘又可以一起製作和裝飾

聖誕樹，迎接聖誕。 
6 參觀稻香飲食文化博物館 26 12/2013 此活動有助學生了解不同展品的特色及各地飲食文化的有趣歷史。同學

對活動內容深感興趣，並積極回應導賞員之提問。 
7 「特色布藝顯才華」作品選 140 

 
11/2013- 
12/2013 

透過比賽，學生互相交流布藝創作的心得，並提升了對布藝創作價值的

關注。 
8 「賀年食品」工作坊 12 1/2014 學生學會了課堂以外的烹飪技巧，例如「炸」的烹調技巧及注意事項。

另外，因為當天接近農曆新年，在製作「蒸馬蹄糕」及「炸笑口棗」時，

學習氣氛額外濃厚，師生同樣投入活動，樂而忘返。 
9 循理會「推廣閱讀」攤位活動 5 1/2014 同學能熱心服務，增加與人溝通的機會和說話表達的技巧。 
10 《我．惜．食》健康飲食教育

推廣活動 
160 2/2014 同學對活動內容深感興趣，與嘉賓講者作互動交流，反應熱烈；同學對

食物營養及健康惜食文化亦加深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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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1 煤氣烹飪中心「明火大使」烹

飪示範及實習 
26 2/2014 同學全情投入實習活動，有助他們對明火煮食及高纖飲食有進一步的了

解。 
12 第十屆扶康會「香港最佳老友」

運動電能烹飪比賽（初賽及決

賽） 

2 2/2014- 
3/2014 

參加此活動除有助培養學生的創意及協作默契外，又能與其他學校交流

及觀摩。透過與智障人士組隊，一起製作美食，能加深同學對智障人士

的認識，體現社會共融的精神。中二級關淑娜及謝佳莉同學（NM），

聯同扶康會輔助就業服務中心的詹美莉女士，以其參賽菜式「五彩繽紛

『蝦』哈笑」，晉身決賽並獲得優異奬。 
13 創意雙周主題展覽 展覽期間到中

心的學生 
4/2014 展覽主題為「剩菜大變身」。此活動有助推廣用剩的食材或吃剩的飯菜

可循環再「煮」，提升學生環保意識。中二、三級同學運用所學知識及

技巧，巧妙地將「剩菜」改造成新菜式，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參與

者十分投入此活動，作品甚具特色及創意。 
14 「滋味水果小食」健康食譜設

計比賽 (連同相關展覽及投票

活動) 
（與衛生及健康教育組合辦） 

600 4/2014- 
5/2014 

活動有助提高學生對進食水果的興趣及積極性，絕大部份參賽作品皆能

符合健康飮食原則及善用水果。是次籌辦的項目能依計劃完成及達到了

預期目標，學生們無論對食譜設計比賽、瀏覽展板資料及投票活動等，

均表現得十分雀躍，積極參與。 
15 「長幼烹飪樂融融」 

（與德育、環境及國民教育組

合辦） 

8 5/2014 活動有助提升學生參與社會服務的責任感及促進跨代共融，相關或類同

的活動值得在來年繼續推行。 

16 「果」然好滋味：  
「彩虹鮮果凍」工作坊  

7 7/2014 活動順利舉行，參與者表現積極投入，並對有關水果的健康知識有進一

步的了解；惜已報名的同學未能如數出席，影響出席率。 
17 「凝固」的秘密：「香芒慕絲

半圓球蛋糕」工作坊  
8-15 8/2014 活動已舉行，報名的同學均依時出席工作坊。課堂中，同學認識不同凝

固劑的用法，工作步驟雖然較繁複，同學仍然能投入及順利地完成「迷

你芒果慕絲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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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參觀香港藝術中心及香

港動漫基地 
12 9/2013 學生對參觀地點及內容均感興趣，在參觀時仔細欣賞及積極投入，亦勇於發問。除了

觀賞藝術品，學生更瞭解到本地漫畫的發展史、藝術家創作的艱辛以及他們如何提升

個人作品的層次和水準的歷程。 
2 參觀“300 家＂藝術展 22 10/ 2013 學生看到本地不同類型的家庭組合及從相片中看到不同的文化、家庭背景和風格，以

及各種人物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同時學生更學到不同藝術展現模式如何與觀者互動，

以及藝術如何與生活串聯，增加人與人之間彼此的瞭解，感動人心亦點綴生活。展覽

亦增加學生對現代藝術的理解，引發想像及創作。學生都很感興趣，並對攝影與社會

的關係有更深刻的認識和感覺。 
3 高中視藝科-校本評核作

品集「創作之旅」工作坊 
34 10/2013 根據問卷調查，99%學生對自身、社會及藝術創作有更深入的認知，並更瞭解校本評

核作品集的內容及要求。整體上學生在各方面都有得益。 
4 參觀香港文化博物館 

1)「他 Fashion 傳奇 Eddie 
Lau 她 Image 百變劉培

基」，2）「闔家平安」―
館藏中國傳統民間木版

畫及 3）「武‧藝‧人生」

─李小龍 

12 10/2013 擴闊學生的視野，讓他們瞭解中西方融合、本地與中國文化、傳統藝術與不同時代藝

術發展的關係等，有助完成其校本評核作品集中的藝術創作部分。 

5 參觀「第二屆視覺藝術科

公開考試作品展覽」 
22 10/2013 加深學生對香港中學文憑試視覺藝術科公開考試卷題目的作答模式的理解，及觀摩不

同類型試題的作答技巧。 

6 Circulations of DSE 
2012/2013VA SBA 

70 11/2013 學生對校本評核有更深刻仔細的認知，並從不同類型的範本中學會如何更有效地表現

自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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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portfolio samples 
(research workbooks) 
from CDI of ED 

7 紮染工作坊 10 11/2013 學生投入活動，成果不錯。 
8 他 Fashio 傳奇 Eddie Lau 

她 Image 百變 劉培基 
23 11/2013 透過參觀，同學認識本地設計師的作品，從而加深對時裝設計的認識，擴闊視野。 

9 高中視藝科-校本評核作

品集「創作之旅」工作坊 
15 11/2013 根據問卷調查，100%學生對自身、社會及藝術創作上有更深入的認知，並更瞭解校本

評核作品集的內容及要求。整體上學生在各方面都有得益。 

10 「高中時裝設計」工作坊 30 11/2013 學生從時裝設計師分享的經歷和作品瞭解有關時裝設計的知識及其創作過程，又從導

師示範中掌握了繪畫時裝設計圖的基本技巧，如時裝設計的基本概念、繪畫時裝設計

圖的標準格式和裝飾技巧及如何突出自己的設計及風格等。 
根據問卷調查，99%學生認為工作對她們的幫助很大，但覺得堂數不足，希望多加一

節，讓她們可以加深瞭解和在導師指導下有更多的練習。 

11 參觀 『比利時精神「動。

時空」』展覽 
12 11/2013 學生從世界知名比利時建築師及設計師 Charles Kaison 所創作的設計品及裝置藝術

上，明白了運用動力及循環再造物料所創作出來的藝術品，如何既能切合時代的需

要，又具可持續性的發展，若加上創意更能提升作品的形像及趣味性。此展覽增加學

生對現代藝術與設計的認識，引發他們的想像力及創作力，也使他們對藝術、設計與

生活文化多加思考。 
12 紫外線滴膠工藝工作坊 10 12/2013 學生認真地完成作品。 
13 中學生視覺藝術創作展

(2013/14) 
10 12/2013 透過參加比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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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4 「漫畫生活」漫畫與插畫

工作坊 –講座 
113 1/ 2014 工作坊上的氣氛輕鬆融洽，學生反應熱烈，與講者有很好的互動。根據問卷調查，學

生對首節講座內容比較理解及對期間的活動很感興趣，並希望能欣賞到更多講者的作

品。 

15 參觀“原地踏步 新界東

北藝術展＂ 
12 2/2014 學生對於展出的多樣化藝術品很感興趣。他們到處瀏覽及在可以互動的作品前仔細觀

察，獲益良多，並驚歎本地郊野景色及新界風貌之美。整個展覽有助他們的情意教育。 
16 「漫畫生活」漫畫與插畫

工作坊   
91 2/2014 藝術家 Andy Leung 以社區、生活為題（包括班別中不同族裔的文化）在工作坊中進

行一連串別開生面的繪畫練習，雖然程度較高，對個別同學有難度，但不失為一項新

嘗試，同學與老師均有所得。課後，教師與 Andy 亦有交流，彼此學習，有助相互提

升。 
17 「觸感聯藝顯繽紛」之傷

健同陶 – 陶藝工作坊 
15 3/2014 受過陶藝訓練的藝術小天使與從未接觸陶泥的視障人士於兩次工作坊中相處融洽，彼

此交流，十分投入及享受陶藝創作之樂，校長亦有參與 22/3/2014 的工作坊，對工作

坊有很好的評價。視障人士十分喜愛陶藝創作，對小天使的協助更是讚不絕口。他們

的作品十分有水準。 
18 鏤空模印工作坊 10 3/2014 學生投入，能掌握正負形的概念及關係，亦能製作鏤空模印創作。 
19 蝕刻玻璃工作坊 10 3/2014 學生表現熱衷，氣氛融洽，積極繪製作品，最後開心地將製成品帶回家。 
20 「包裝設計淺談」講座 12 3/2014 透過講者深入淺出的講解，同學都吸收到包裝設計的基本精髓，對學習設計甚有裨益。 

21 參觀「刻畫人間 ─ 朱銘

雕塑大展」展覽 
22 3/2014 透過事前介紹及比較觀察不同雕塑的方法、配合專人導賞和加插的觀察活動，同學都

認為是次活動很有得益，並且明白不同形式的創作帶出的不同感覺與意義，以及可與

觀者互動的作品所帶來的樂趣與意義。 
22 參觀「刻畫人間 ─ 朱銘

雕塑大展」展覽 
45 5/2014 

 
是次活動能加深同學對抽象雕塑的認識，對日後創作有莫大的幫助。同學表現感興趣。 
 

23 香港國際學生視覺藝術

比賽暨展覽 2014 
1 5/2014 透過參加比賽增強學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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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24 Preparation Workshop of 
"Touch Art Exhibition" 

7 5/2014 Enriched students’ experiences on the preparation and the rundown of an exhibition, such as 
final re-touching of the works, selection, classification & presentation of the works to be 
displayed. 

25 Visit to “Out of the 
Artroom — Ricky Yeung 
Student Artwork Show” 

12 5/2014 This show provided great reference to students and helped inspiring their thoughts and 
creations with innovative ideas, outstanding uses of materials, touching and amazing 
presentation of themes in creating SBA portfolios. 

26 Visit to “Out of the 
Artroom — Ricky Yeung 
Student Artwork Show” 

21 6/2014 This show provided great reference to students and helped inspiring their thoughts and 
creations with innovative ideas, outstanding uses of materials, touching and amazing 
presentation of themes in creating SBA portfolios. 

27 Exhibition of “2nd Touch 
Art Festival” 

54 6/2014 Soft sculptures of S3 students from Collaboration teaching of TL & VA, and ceramic 
sculptures of S4 Art Angels &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are displayed in the “2nd Touch Art 
Festival” at JCCAC Shek Kip Mei. Students related gave speech at the opening and 
received interviews from media (to introduce their creation and the experiences of making 
art with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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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樂科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上學期音樂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0/2013 學生對活動感興趣，並從專題展覽、音樂廣播及影片放映中對「音樂之

父」巴哈的音樂及其影響增進了解。 
2 音樂科創意雙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12/2013 學生對活動反應良好，並對展示的高中音樂學生的原創及改編作品感興

趣。 
3 參加「戲棚粵劇齊齊賞」 3 1/2014 學生往西九大戲棚觀賞現場粵劇折子戲演出，對粵劇音樂及文化加深了

解。 
4 參觀香港文化博物館「香

江琴緣」展覽 
64 2/2014 學生積極投入參與活動，留心聆聽導賞員講解，並完成研習工作紙。學

生從參觀活動中加深了對古琴音樂文化的瞭解。 
5 下學期音樂週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3/2014 學生對活動感興趣，並從專題展覽、音樂廣播及影片放映中對「音樂神

童」莫扎特的音樂及其影響增進了解。 
6 2014 年聯校音樂比賽 15 (8 間參與學校) 7/2014 參賽者在獨唱項目、合唱項目及樂器獨奏項目皆表現精湛及投入比賽。

是次比賽促進了同學間在音樂上互相交流、觀摩及切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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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育、環境及國民教育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班際課室整潔比賽 
 

中一至中三 10/2013- 
11/2013 

學生反應積極。 

2 「香港光污染」展板及 
問答比賽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11/2013 讓同學明白光污染直接威脅人類的健康。 

3 公民教育劇: “Fortune 
Cookies” 
 

150 2/2014 透過互動和輕鬆的形式向年青人灌輸正確的理財觀念，讓其認識及

提早學習財務管理以達至個人的財務目標的好處，為中一至中三的

學生帶來基礎的理財知識。 
4 
 

廢紙回收 
 

中心教師 9/2013- 
6/2014 

透過實際參與回收活動，向教師宣傳「惜物減廢」文化。 

碳粉匣回收再生計劃 
 

中心教師 11/2013- 
6/2014 

5 玻璃瓶回收計劃 
 

學生及教師 12/2013- 
6/2014 

透過實際參與回收活動，向學生及教師宣傳「惜物減廢」文化。 

6 長幼共融玻璃蝕刻工作坊 

長幼共融曲奇製作工作坊 

義工:10 人 
長者:22 人 

5/2014 學生投入活動。 

7 「誠信」展版 當日到中心的學生 5/2014 讓同學明白誠信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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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及健康教育組 

 

 活動 參加人數 
舉行日期/

時段 
評估/活動成效 

1 「滋味水果小食」健康食譜設

計比賽 (連同相關展覽及投票

活動) 
（與科技與生活科合辦） 

600 4/2014- 
5/2014 

活動有助提高學生對進食水果的興趣及積極性，絕大部份參賽作品皆能

符合健康飮食原則及善用水果。是次所籌辦的項目能依計劃完成及達到

了預期目標，學生們無論在食譜設計比賽、瀏覽展板資料及投票活動

等，均表現得十分雀躍，積極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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